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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技术描述  

1.1 技术描述 

 珠宝加工是指以贵重金属为原料，加工成时尚首饰。 

   珠宝加工制造者（以下称珠宝金工师或金工师）可以制

作个人定制单件珠宝，或通过失蜡铸造的方式复制单件珠

宝，并在珠宝上镶嵌一定数量的珍贵宝石、刻面宝石进行深

加工。 

珠宝金工师的工作通常由预先设定的参数或珠宝设计

师的细致草图开始。他们需要按照参数或设计师的期待准确

地理解这些草图所诠释的信息。金工师必须充分尊重设计师

对于该作品形状和形式设计的初衷，保持与设计师的交流，

并且在制造过程中不断吸取设计师的反馈与意见。 

珠宝金工师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美学修养、设计能力和具

备复制产品的能力，以及能够直接运用相关技能重塑或者修

复一件产品。 

与贵重金属打交道时，金工师必须做到十分精确细致，

避免材料的浪费和耗损而达到最佳经济效益。该项工作复杂

而又精细，需要高超的制作工艺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，一

旦金工师完成金工制作之后，接下来便是更进一步的深加

工，需要下一工序的工艺技术人员完成作业，例如宝石镶嵌

与打磨。 

因此珠宝金工师也必须了解珠宝进一步加工所需要的

工艺方面的技能知识。例如，拥有对宝石镶嵌的理解，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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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石的切割形态、属性、用途以及对于成品的影响，同时他

们也需要了解铸造复制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相关知识。 

珠宝金工师需要在首饰金工车间里操作以便利运用各

种设备和工具，由于工作本身的复杂性，大多数工具都十分

精巧需要操作者极为细致的使用，只有少数很有经验的金工

师可以独立工作，更常见的是他们与其他同行或者相关技术

人员一起工作和操作专业设备，所以他们必须十分关注和铭

记与技能操作相关的安全规程，杜绝伤害事故的发生。 

珠宝是由珍贵的金属和宝石制作而成，价值连城，因此

珠宝加工从业者必须遵守职业操守和正直、诚实的工作原

则。同时也要关注与贵重金属、宝石和成品的采购、制造以

及销售相关的安全保障和经营方式。 

1.2 能力要求 

参赛选手应具备下列技术能力和基本知识： 

1.2．1 参赛者需要知道并理解： 

 〃确认个人所携带工具包括自制工具符合竞赛规则要求 

 〃确认个人所携带工具与本赛场共用机器设备的适配性 

 〃确认个人参赛的安全运营、维护共用机器和个人工具

的安全使用 

 〃确定安全保管个人的珠宝作品和材料 

 〃确定个人能正确使用丙烷、氧气、电力、酸碱性化学

物品 

 〃确保有关安全、环保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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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〃了解贵重金属、宝石和成品相关的购买和销售符合国

家的法律法规 

 〃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珠宝传统工艺的制造以及历史 

  〃保证贵重金属加工和珠宝制造技能符合国家的行业标准 

参赛者个人应能够： 

〃保持与珠宝设计师和其他珠宝专业人员的专业交流 

〃为特殊设计珠宝制造方法提供专业建议 

  〃为制造或者修复珠宝部件以及组合珠宝成品过程中的不

同分工进行协作。 

〃准确地理解珠宝部件加工、成品制造的信息 

〃解读首饰部件和整件首饰的三视图；解读样品、素描稿

或者经过渲染的 3D 数码图形 

〃理解技术专业术语和符号 

〃决定项目完成所需的时间、材料和设备 

〃高效精确地工作并保证作品质量 

〃运用恰当的方法处理贵重金属的残留物以循环再使用 

〃确保自己的工作方法符合国家的环境卫生法律 

〃合理使用个人劳保用品 

〃熟练使用相关设备、设施并确保工具的安全使用 

〃积极主动地保证可持续的发展，以紧跟珠宝在设计、加

工工艺和技术发展方面的时尚潮流。 

1.2.2 贵金属合金的制作 

参赛者个人应知道并理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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〃贵金属合金的构成以及添加的补口对贵重金属在成色、

硬度以及延展性方面的影响； 

〃在珠宝制造过程中，合金在不同加工手段中的反应； 

  〃理解并掌握贵金属焊接的原理和方法，以及高中低温焊

料的配臵方法 

〃与贵金属销售和进出口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 

〃分析珠宝产品的运营、采购以及销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

的相关程序和步骤 

〃并会分析和描述贵重金属的品质 

〃根据字印或证书，能解读已售出贵金属的构成 

参赛者个人还应能够： 

〃辨识贵金属的标志、属性和品质标识 

〃为珠宝制造按照恰当的价格购入品质合格的贵金属 

〃计算贵金属的成分及重量，分析计算贵金属合金以及任

何相关基础金属材料的重量 

〃按照已决定的重量和配比铸造贵金属合金，力求掺入的

杂质最小化，为珠宝部件的制造加工做出料准备。 

1.2.3 预备珠宝零部件制作的贵金属合金材料 

参赛者个人还应具备以下知识： 

〃了解不同种类贵金属合金的特性和专业应用 

〃贵金属合金锭块的出材和转化的相关步骤，为珠宝部件

制作做充分准备 

〃具有判断和应用贵金属型材的能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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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者个人应能够： 

〃制造贵金属片或者圆形、异型线材，用手动或电动压延

机制作不同厚度的金属型材 

〃正确使用计量工具，能按设定尺寸缩小金属线或管的粗

度 

〃将方型线改成圆型线，并做到设定的直径 

1.2.4  制作造型各异的珠宝零部件 

参赛者个人应知道并理解： 

〃不同珠宝部件及其用途 

〃制作相关部件的手段与工艺 

参赛者个人应能够： 

〃制作管材，并且结合测量工具将其拉伸到规定直径大小； 

〃通过弯曲、钣金及扭转，将金属片、线、管等做适当转

化，塑造成预先确定的零部件 

〃准确地锯、锉、铣让加工的零部件符合图纸要求 

〃运用各种打磨方法，如游光、碾压、戗铲等技术深加工

珠宝部件，以达到图纸的细致要求 

〃通过运用锤楪、或结合砧鉄、戒铁将金属片、棍锻打成

所需造型，以符合图纸的要求 

1.2.5 运用焊接技术组装、复合零部件制作珠宝成品 

参赛者个人应知道并理解： 

〃不同珠宝、不同珠宝部位的构件及其用途 

〃制作构件、弹簧件的各种技术和工艺 

〃宝石镶嵌镶石位的构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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〃正确安全使用焊炬及焊具 

参赛者个人应能够： 

〃运用贵金属焊接技术组装珠宝零部件，构成复合体使之

适合图纸或者部件样本规定的设计样式 

  〃为贵重宝石制作边框、镶爪、镶石位使之适应图纸或者

部件样本规定的设计样式，为镶嵌师下一阶段的操作做专业

准备 

〃为珠宝构件例如铰链、挂钩、衔接、铆合、螺纹设臵适

合部位，使之符合图纸或者部件样本规定的设计样式，确保

该特别部位的牢固可靠并持久耐用 

1.2.6 表面抛光 

参赛者个人应知道并理解： 

〃抛光所需要的特殊工艺和技能 

 〃不同抛光材料作用于金属表面的效果 

  〃表面抛光最优化的步骤，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 

  〃常见表面瑕疵和缺陷以及修复的适当方法 

  〃运用于表面抛光的砂纸目数差别及其国际通行标准 

参赛者个人应能够： 

  〃在最终表面抛光之前，尽量在所有的制造单件、复合体，

以及成品的各阶段避免造成划痕、擦伤以及表面瑕疵 

  〃在零部件制作过程中进行不同程度的表面抛光 

  〃在银版制作的最后阶段，至少用800目(ASA800）砂纸作

表面抛光，这一处理能给接下来的任何工序和应用做前期准

备，如为铸造复制、宝石镶嵌、雕刻錾花或精密抛光作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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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裁判员和选手 

2.1 裁判长 

裁判长由省选拔赛组委会会同赛区组委会共同确定。 

2.2 裁判员 

裁判员由各地市（或省直属技工院校）参赛队推荐组成，

每市（或省直属技工院校）选派 1 名具有资格的裁判员义务

担任选拔赛裁判工作。裁判员可申请不参与裁判工作并放弃

相应权利。在确定担任裁判员工作后，比赛中途不得更换人

选或退出。 

2.3 竞赛设置 

2 名技术支持工作人员。根据本项目竞赛工作需要，技

术支持工作人员本着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在裁判长要求下，

从事技术方面问题的解答等工作。裁判长和技术支持工作人

员不参与选手评判工作。 

2.4.选手 

选手条件。凡 199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人员（以身

份证为准），思想品德优秀、身心健康，具备珠宝加工职业

（专业）扎实的基本功和技能水平，且有较强学习领悟能力，

良好的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及应变能力的人员，均可报名参

加。 

3 竞赛项目 

3.1 竞赛项目命题原则 

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选拔赛的竞赛项目本着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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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确定：以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比赛项目为基础，以检

验参赛选手的珠宝加工技能操作基本功为重点，竞赛项目涵

盖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所涉及的工艺，尽可能参照世

界技能大赛的基本技术难度，本次选拔赛仅进行实际操作项

目比赛。 

3.2 竞赛项目内容 

竞赛项目名称为《远方》，竞赛总时间为 7小时，包括

清理、休息、饮水、上洗手间的时间，参赛选手必须在规定

时间内独立完成所有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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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远方》竞赛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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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远方》首饰手工制作竞赛评分标准表 
 

考核标准 
标准
分数 

考核要素（内容） 
标准
分数 

考核要素（分项） 标准分数 得  分 

A 与图纸
的相似度
/维度 

20 

整体弧面造型 5 
弧面凸度符合图纸尺寸 2.5  

内外型符合图纸尺寸 2.5  

圆形镶口、打孔镶口 5 镶口符合图纸标准 5  

中间、花纹镂空 5 形状符合图纸尺寸 5  

背面 5 结构准确符合图纸尺寸 5  

B 锯切 -
镂刻的精
准度 

18 花纹镂空的形态 18 

镂空形状有美感 6  

线条圆滑 6  

打孔镶开孔与图纸要求、尺
寸一致 

6  

C焊接 18 
镶口、镶爪的焊接 10 

圆镶口镶爪焊接牢固、焊接
位臵的焊接质量符合标准 

10  

背夹层走焊后的打
磨抛光 

8 
符合 800#沙纸表面加工标
准 

8  

D 表面抛
光（正面、
背面、侧
面） 

10 

弧面光洁 5 

符合 800#沙纸表面加工标
准 

2.5  

镂空立面光洁符合 800#沙
纸表面加工标准 

2.5  

背面无砂眼，无锉痕 5 
背面符合 800#沙纸表面加
工标准 

5  

E 尺寸 21 

作品整体长宽符合
尺寸 

10 
作品整体符合尺寸（超差
0.5mm 扣 1 分，扣满本项分
止） 

10  

正、侧面空间距离符
合尺寸 

4 
距离符合尺寸（超差 0.5mm
扣 0.5分，扣满本项分止） 

4  

镶石底座符合尺寸 4 
孔距符合尺寸（超差 0.5mm
扣 0.5分，扣满本项分止） 

4  

中间马眼镂空、花纹
镂空符合尺寸 

3 
镂空符合尺寸（超差 0.5mm
扣 0.5分，扣满本项分止） 

3  

F 按时完
工 

8 
圆形镶口底座、作品
整体按时完成 

8 
圆形镶口底座、作品整体按
时完成 

8  

按时完工 7小时 

总  计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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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竞赛项目配分 

《远方》首饰手工制作竞赛评分总表(满分为 100分) 

考核名称 考核内容 总计 

一.图纸/维度/
立体空间/功能
相似 

1.作品整体外观与设计图纸相符合； 
2.金属整体无变形（如塌边、塌角、边薄等） 
3.镶石位大小、排列均匀 

20 

二.锯切/锉铣 
1.作品弯处过渡自然，弧度顺畅； 
2.作品角度清晰 

18 

三.焊接 
1.焊药使用合理，无焊渣堆积、无虚焊现象 
2.焊接件落点端正，无错位、歪斜等现象 

18 

四.表面抛光 1.金属表面无波浪面、锉痕等 10 

五.尺寸 
1.作品正面长度、宽度、弧度符合图示尺寸要求 
2.作品侧面高度、厚度、弧度符合图示尺寸要求 

21 

六.按时完工 
1.规定时间内未完成作品者，最多得分不可超过 60分。 
 

8 

总计 95  

规定时间 7小时  

备  注：一、职业素养；（5分） 
1、按规定穿戴劳保用品（袖套，护目镜）。 
2、操作结束后，现场的整理和维护（物料回收，工具，器械整理）。 
3、物料回收不正常，视实际情况酌情扣分，严重者可取消项目成绩。（损耗或超

重达到 20%及以上） 
二、安全文明生产： 

违反操作规程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者，取消参赛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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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成绩评判

4.1 评判流程 

工件的评判流程见下图，各组之间工件交接均需按要求

填写流转卡。 

 

 

保密员的产生方式： 

从裁判员中抽签产生，保密员兼负责竞赛工件的回收、

流转、保管和保密工作。具体工作流程如下： 

〃监考人员将回收的工件移交给保密员，填写流转卡并密

封。 

〃保密员将密封的工件移交评判人员。 

〃评判结束后在裁判员的共同监督下由保密员再将工件密

封，由保密员与赛区工作人员放保险柜保存并签名确认。 

裁判员采取流水评判的方式对每个工件进行评分。具体

如下： 

   〃进行工件外观成形质量评判时，裁判员应将每场、每

组工件统一摆放。比对后将所有工件按照优、良、一般、差

四种级别分别摆放，并集体评判，以便评分。最后，裁判员

将呈交个人评判结果。 

   〃每位裁判员独立进行测量，核对无误后认真填写实测

数据，并在该项记录表上准确注明工件的明码号；对已填写

数据进行修改时，应采用划改，并由修改者在修改处签名。 

监考 保密员 评判 保密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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〃凡因缺陷或违规被判为 0分的工件，裁判员应在缺陷

处标出记号，说明理由，并交由裁判长确认。裁判长确认无

误后，应将工件单独存放，并进行裁决。 

〃裁判员应通过手摸、目测和测量确定试件的精确度。 

〃裁判员应统一使用游标卡尺测量零部件及成品，卡尺

应卡在部件的边缘，准确读出小数点后面一位数值。裁判员

测量一致后将最宽和最窄处及数值记录在评分表上。 

〃裁判员应严格按照集体评判的结果记录外观成形分

数。 

〃裁判长应安排 2 名裁判员(抽签产生)负责单项分数累

加，其中一名裁判员负责计算，另一名负责核查。分数累加

时，裁判长和其余裁判员应共同监督。 

〃裁判员应标记评判完成的工件，并将其有序放臵。 

在外观评判过程中，裁判长有权抽查评判完成的试件，

发现与评判数据有较大差异时，裁判长可要求重新评定。 

所有工件评定完成后，裁判员应将各类外观得分较高的

试件进行再次比对确认，以确保评判的准确性。 

裁判组应逐张复核评判成绩表，按各类工件明码统计外

观成绩并上交裁判长，经裁判长确认无误后，向赛区提交分

数汇总表和外观成绩分析点评报告。 

4.2 评判方法 

选手完成作品后，裁判员对完成作品进行评分，去掉一

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分为选手该完成作品最

终得分，裁判长不参与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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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组须逐一检查工件，核对工件编号、数量。 

评判前，裁判员应先检查珠宝完成作品的质量： 

〃标记是否正确、齐全，且未掩盖被检细节 

〃作品完整性是否达到要求 

〃完成的作品是否有妨碍评定的伪缺陷 

完成作品评定： 

〃裁判员应根据竞赛确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技术评定，评

定期间若有争议，应由裁判长裁决。 

〃评定期间，裁判员应注意区分外观缺陷及细部缺陷，

避免对某一缺陷出现重复扣分 

〃评定结束后，裁判员应在评分表上签字确认 

〃若出现零分或满分，裁判组应及时上报裁判长进行复

核，经裁判长复核确认后方可进入结果统计 

评定结束后，裁判组应逐张复核评判结果，核对无误后，

裁判组应按明码号统计分数、缺陷分类，并向裁判长提交分

数汇总表和成绩分析点评报告。 

    如有争议需重新复查工件时，裁判组应向裁判长汇报，

经裁判长同意后方可取走工件。复查完毕后，应及时归还工

件，并详细记录上述过程。 

5 基础设施 

5.1 公共设备 

〃工作台。 

〃油壶灯吹（皮老虎）、焊具（焊枪、焊板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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〃92号汽油（焊具燃料） 

〃压延机 

〃拉线凳、 拉线板 

〃窝作、窝錾 

5.2 自带工具 

考虑到选手使用工具的习惯性，由选手自行决定所带工

具并装箱，工具箱在实操考核前经组委会审核合格后封存统

一送达现场；严禁携带为实操考核事先自行制作的模具及自

动化机电设备，违者取消参赛资格。 

5.3 材料 

〃厚 1.0mm925 银板，银线。 

〃焊料（可以自带，但不能超过５ｇ）。 

其余全部所需的材料由竞赛承办单位统一提供。 

6 安全要求 

6.1 选手安全防护要求 

参赛选手应携带并穿戴合适的劳保防护用品，主要包括

护目镜，防护服、工作鞋、口罩等。 

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设备安全操作规程。 

6.2 有毒有害物品的管制 

禁止选手及所有参加赛事的人员携带任何有毒有害物

品进入竞赛现场。竞赛选手需添加汽油时不得自行添加，由

工作人员添加并配备专人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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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赛事安全要求 

承办单位应在设臵专门的安全防卫组，负责竞赛期间健

康和安全事务。主要包括检查竞赛场地、与会人员居住地、

车辆交通及其周围环境的安全防卫；制定紧急应对方案；督

导竞赛场地用电、用油等相关安全问题；监督与会人员食品

安全与卫生；分析和处理安全突发事件等工作。 

赛场须配备相应医疗人员和急救人员，并备有相应急救

设施。 

6.4 赛场防护用品 

赛场防护用品由竞赛承办单位统一提供。 

7 竞赛规定 

7.1 操作规定 

   名称 

 《远方》首饰手工制作竞赛 

   简介  

项目和任务说明 

作品包括使用 1.0mm 金属板制作一个完整珠宝部件： 

一个眼睛造形、弧面突起、左下角有镂空的作品主体部

件 

• 镂空主体部件中部的马眼造型及左下角的花纹 

• 将眼睛整体部件与底部夹层部件焊接 

• 1 个圆形镶石位、5 个打孔镶石位 

〃焊接镶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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〃调整、焊接所有零部件、完成作品的装配 

〃完成整件作品的最终抛光打磨 

参赛者注意事项 

竞赛开始之前，参赛者将获得制作竞赛作品的金属并进

行检验。只能使用提供的金属。 

〃7 小时后，参赛者必须递交完整的珠宝制作作品用于

评分。 

〃竞赛结束后，所有金属将上交并封存在不透明的盒中。 

〃竞赛结束后，所有金属将被收集。 

参赛者作品将被匿名打分（盲评）以避免专家可能认出

某个参赛者的作品。专家不得观看参赛者的工作状况，不得

了解其工作进度。在竞赛开始和结束期间，参赛者和专家之

间不得进行相互交流。 

7.2 赛场规则 

〃参赛选手应在竞赛前 15 分钟，凭竞赛抽签单和身份

证进入赛场。 

〃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除竞赛抽签号码、身份证,参赛证

及规定的必备物品以外的任何物品进入赛场，禁带自备器具

参加竞赛。 

〃进入赛场后，参赛选手应按照抽签号码进入指定工位，

并检查下列事项： 

焊具（焊枪、焊板等）是否完好 

焊料是否齐备 

金属材料是否齐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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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壶灯吹（皮老虎）、汽油（焊具燃料） 

吊磨机 

〃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，迟到 30 分钟以上时，将按自

动弃权处理，不得入场进行比赛。 

〃参赛选手竞赛期间可休息、饮水、上洗手间等，但其

耗时一律计入竞赛时间。 

〃监考裁判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，参赛选手方可

进行操作。 

〃竞赛期间，参赛选手应严格按照劳动保护规定穿戴工

作服、手套、工作鞋、护目镜等劳保防护用品，并严格遵守

安全操作规程，接受裁判员、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监督和警

示，确保设备及人身安全。 

〃参赛选手必须服从监考人员指挥，按实际操作考核竞

赛项目及考评内容进行实际操作考核。凡在实际操作考核竞

赛中违反规则者，监考人员必须予以制止，对劝阻不听者，

监考人员应立即对参赛选手做出处理，考后及时向裁判长说

明情况。 

〃参赛选手必须独立完成所有项目，除征得裁判长许可，

否则严禁与其他选手和本单位裁判员交流接触。 

〃赛场内应保持肃静，不得喧哗和相互讨论。竞赛过程

中如发现问题，应立即向监考人员反映。 

〃除当场次的参赛选手、指定负责该场次的监考人员及

赛场工作人员外，有关领导和新闻宣传报导人员应在组委会

负责人陪同方可进入，并严格遵守赛场纪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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〃监考人员、赛场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不得与参赛选手

交谈。允许进入赛场的其他人员，一律不准与参赛选手交谈。

在赛场的所有人员，不准干扰参赛选手的正常操作。一旦发

现营私舞弊者，应立即停止其工作，取消其监考资格。 

〃比赛结束后，参赛选手需将试卷连同草稿纸一起上交

监考人员并立即离开赛场，不得在赛场外高声谈论和传递与

竞赛有关的信息。 

〃监考裁判发出结束竞赛的时间信号后，参赛选手应立

即停止操作，依次有序地离开赛场。 

8 竞赛场地布局 

由承办方布臵竞赛决赛现场并设臵现场示意图，原则

为： 

用性的大型设备放臵在标识明显的安全区域，设备之间

的间隔在安全距离以上。 

实操考核场地用水用电符合国家水电安装的安全标准。 

9 对于赞助商和宣传的要求 

经组委会允许的赞助商和负责宣传的媒体记者，按竞赛

规则的要求进入赛场相关区域。上述相关人员不得妨碍、干

扰选手竞赛，不得有任何影响竞赛公平、公正的行为。 

10 废物回收和利用 

贵金属回收再利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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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可回收材料的使用； 

比赛作品的处臵； 

用剩事先准备的材料； 

工具。 


